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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携手开拓下一个
辉煌四十年

荣耀四十  初心不惑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02 03

总裁寄语董事长寄语

1979年1月1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康达尔集团的前身——深圳市养鸡公司成立。1994年11月，康达尔集团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000048，成为中国第一个农牧上市企业。

       

四十年风雨兼程，发展至今，康达尔集团已成为集现代农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和金融投资业等四大产业于一体

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业务范围遍布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康达尔人为公司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2019年，是康达尔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这一年，要紧跟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以创新为内在

驱动力，以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为目标，在科学的战略运营机制的指引下，一手抓公司治理，一手抓业

务经营，为康达尔集团下一个四十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内，健全组织架构、明确职能设置、完

善内控制度、建设企业文化，打造一支专业、高效、活力、团结的康达尔团队；对外，聚焦打造优质鲜明的品牌形

象，提高社会公众对康达尔集团的认知，提振资本市场、行业市场、股东及消费者对康达尔集团的信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过往的成绩与故事，全体康达尔人要带着自信与力

量，带着坚毅与勇气，乘风破浪、奋力拼搏，一同携手开拓第二个辉煌的四十年，向股东、向社会提交一份令人满

意的答卷，也为自己赢取一个健康丰盛的人生！

2019年，康达尔成立四十周年，进入不惑之年。

在过去40年里，康达尔有过辉煌，有过荣耀，有过故事，有过传奇，我们感谢为之付出过努力和贡献的每一位同

事和每一位合作伙伴。

康达尔第二个40年已经启程，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尽快把企业的短板补齐，整理好心情，提升行动

力，一起向第二个40年发起冲刺。

我们要不忘初心再出发，去迎接未来的40年和更长的未来。我希望带领大家做到：重塑康达尔品牌形象，做品

质、诚信、透明、阳光、伟大、受人尊敬的企业；建立阳光、活力、简单、高效、团结的企业文化；完善规范化

管理，依法依规、遵纪守法；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回报股东和员工，并积极成为具有高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

康达尔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空间和展现自我的舞台。我非常珍惜在康达尔的每一天，也希望能和各位同事在

此共度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年华！我期待：我们通过拼搏，共同努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为专业化、规范化、富有激

情、富有活力、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优秀企业的同时，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同成长，实现我们人生中更远大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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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概况

集团简介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尔集团”）

创立于1979年，前身为深圳市养鸡公司。1994年11月，公司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0048），成为中国

第一个农牧上市企业。

历经40年的稳健发展，康达尔集团已成为集现代农业、公用事

业、房地产业和金融投资业等四大产业于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主要业务囊括：种鸡、肉鸡的养殖与销售，种猪、肉猪的养殖与销

售，优质品牌猪肉、鸡肉与鸡蛋等生鲜农产品的销售，饲料的生产

与销售，城市供水、城市客运，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等。2018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3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

产为51.8亿元。

一直以来，康达尔集团坚持开拓与创新，稳步前进，先后获得“全

国最大家禽饲养企业 — 中华之最”“首届中国农业科技投入100

强”“出口创汇大户”“广东省民营上市公司100强”“广东省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深圳知名品牌”等多个荣誉称号。

未来，康达尔集团将以“诚信、责任、简单、高效、卓越”为企业

核心价值观，持续践行“深化农业主业发展”的长远发展战略，不

断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回馈股东、广大中小投资者及

社会。

中国第一个农牧上市企业
The First Agricultural Stockbreeding Listed Enterprise in China

Group Introduction

京基100大厦A座71层



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总    裁

监事会

董事会办公室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房地产事业部

农业事业部

总裁办公室

战略运营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审计监察中心

证券法务中心

深圳远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泰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布吉汽车总站有限公司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前海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收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收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收未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北京丰收壹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用前海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正顺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都市农场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达尔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董事会



集团概况集团概况

【成长】 
   发展多元化

【破茧】 
成为供港企业

1989-1998197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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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Process

康达尔巴士

1979年1月1日，前身“深圳市养

鸡公司”成立；

1984年底，成为当时深圳四家具有

活鸡输港权的单位之一；

1992年7月，以陕西高陵为起点，饲

料业务开始布局全国；

1992年9月，更名为“深圳康达尔实

业总公司”，为开拓业务范畴做架构

铺垫；

1992年10月，涉足房地产业，开始

多元化发展的探索；

1993年3月，成立深圳康达尔运输公

司，投身公用事业，三大业务板块雏

形呈现；

1994年9月，正式更名为“深圳市康

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

集团化经营；

1994年11月，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000048，

成为中国第一个农牧上市企业；

1997年8月，成立东莞市康达尔饲料

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康达尔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直至1999年

4月形成五大饲料生产基地；



集团概况集团概况

【蝶变】 
   农业主业明确化

【深耕】 
   业务精细化

2009-2019199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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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供水大楼 康达尔花园效果图 惠州正顺康养殖基地俯瞰图 会议现场

2000年，康达尔花园成功推出；

2000年2月，成为深圳市布吉供水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三大业务板块成型；

2008年，康达尔花园第五期——蝴

蝶堡成功推出，经过前后共5期的项

目开发，康达尔花园成为布吉大型

生态园林住宅小区；

2012年3月，收购惠州正顺康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着手打造一个高标准体

验式核心示范养殖基地；

2012年8月，确定了以农业作为战略

核心主业的总体发展战略，迎来了发

展新机遇；

2013年5月，成立深圳市康达尔前海

投资有限公司，进军金融投资业；

2014年3月，康达尔山海上园一期1

号楼开盘，2号楼于9月开盘；

2017年9月，获得保险经纪牌照，

助力金融投资板块的多元业务发展；

2018年8月，组建新的董事会、新的

经营班子，焕新再出发;

2019年7月，进一步明确以“深化农

业主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责任
践行责任，勇于担当

卓越
追求卓越，实现目标

诚信
诚信经营，廉洁自律

高效
高效工作，效益优先

简单
简单人际，规范治理

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s

1312



集团概况集团概况

荣誉称号
Honorary Titles

1993年，全国最佳家禽企业

1994年，首届中国农业科技投入100强

1994年，深圳市1994年度出口创汇大户企业

1995年，全国最大的家禽饲养企业  - “中华之最”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信得过企业

1997年，出口创汇大户

1998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先进企业

2000年，广东省原种猪场合格单位

2001年，先进养猪企业

2001年，康达尔花园 - 中国住交会“新郊区主义          

                代表作”金奖

2002年，康达尔花园 - 深圳十大明星楼盘推介单项奖

                “最佳山景物业”金奖

2003年，康达尔花园四期 - 建筑结构实物质量检查评比

                第一名

2003年，康达尔牌系列饲料 - 全国名牌饲料

2004年，2004年民营上市公司100强

2004年，康达尔运输 - 中国道路运输资质企业100强

2009年，广东省重点生猪养殖场

2010年，第一届全国养猪行业百强优秀企业

2011年，广东康达尔农牧 - 深圳第26届大运会农产品

                供应生产基地

2013年，山海上园一期 - 年度生态人居大奖

2014年，山海上园一期 - 年度最畅销综合体大盘、中国梦

              深圳最美人居“最佳生态综合体奖”、年度深圳

                最值得期待楼盘、年度深圳移动互联网好评楼盘

2014年，第十一届深圳知名品牌

2014年，深圳市“菜篮子”基地

2015年，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2014年-2017年，深圳老字号

2015年-2017年，广东省企业500强

2016年-2017年，广东省民营企业100强

2017年-2019年，深圳知名品牌

2018年，广东康达尔农牧 - 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广东省科技成果证书、2018年广东省名牌产品、

                         生鱼料销量位列广东区域前三甲

2018年，惠州正顺康 - 广东省“菜篮子”基地

2018年，山海上园二期 - 深圳市2018年全年楼盘成交

                  龙虎榜之宝安区成交量第六名、宝安区成交额

                  第四名、年度受关注地产项目、中国房产风云榜

              “年度品质服务楼盘”、湾区人气名盘

14 15



业务模块

业务模块

现代
农业
现代
农业

饲料

养殖 食品

地产开发

物业租赁

公用
事业
公用
事业

城市供水

城市客运

房地
产业
房地
产业

Business Modules

聚焦核心、抓住重点、精准发力、提质增效
Focusing on the core, Concetrating on the point,

Forcing accuratel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17

保险经纪

金融
投资业
金融
投资业



康达尔集团坚持以现代农业作为战略核心业务，已健全畜禽种苗

-饲料-养殖-优质畜禽产品的食品生产全产业链。

以安全、绿色为首要要求，康达尔集团将加大农业投入，加强

技术研发，在广东及周边地区逐步建设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加

工基地，重点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探索资源整合，利用先进技

术构建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

产业链。

现代农业
Modern Agriculture

惠州正顺康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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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块

食品业务
Food Operation

秉承“自主研发、汇聚特色、品质第一”的经营理念，康达尔

集团以康达尔都市农场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健康、安全

卫生的生鲜产品。

目前，康达尔集团拥有“康达尔猪肉”“康达尔香鸡”“康达

尔麻黄鸡”“康达尔鸡蛋”等自主品牌的优质畜禽产品，其中

“康达尔猪肉”是2015年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和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指定的猪肉食材。

20

广东康达尔农牧位于东莞麻涌镇

康达尔两款肉鸡产品

康达尔鸡蛋

康达尔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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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块

康达尔麻黄鸡

康达尔黑猪

康达尔集团以养鸡产业起家，是全国最早的大型养鸡企业，

1984年底成为当时深圳四家具有活鸡输港权的单位之一，多次荣

获“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先进集体”称号，并于1995年以全国

最大的家禽饲养企业获得“中华之最”的至高荣誉。

1997年，“康达尔黄鸡128配套系”经农业部的审定，成为全国

首个通过国家级审定的肉鸡配套系，其培育的“康达尔黄鸡”被

列入国家家禽基因库，奠定了其在我国黄鸡育种史上的地位。

1995年，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康达尔集团以种猪繁殖为中心，开

始发展养猪业，在农业部种猪质量检测中心测定评比中多次获得

第一、二名佳绩，且多次被评为健康与合格猪场、广东省原种猪

场合格单位、广东省重点生猪养殖场、先进养猪企业、第一届全

国养猪行业百强优秀企业等。

康达尔集团持续供港35年，目前拥有惠州正顺康和东莞麻涌示范

基地等自有养殖生产基地，确保养殖生产过程的畜禽产品的安

全。惠州正顺康是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国家指定的肉鸡供港基

地、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深圳市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

等，现有土地3400多亩、现代化鸡舍10万平方米，地域广阔，养

殖环境优良；东莞麻涌示范基地致力于健康生态养殖模式与安全

高效环保型饲料的研发与示范推广，现已获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

专利数十项。

养殖业务
Farm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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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块

康达尔集团拥有以广东康达尔农牧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饲料生

产基地，年产能近100万吨，产品以肉鸡（鸭）料、猪料、水产

料为主，销售业务重点辐射华南地区。

�

近年来，康达尔饲料企业持续进行产品优化与结构转型，重点研

发与大力发展特种水产饲料与无抗饲料，以提高饲料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并取得明显的成效。目前，广东康达尔农牧的膨化生鱼

料位居广东水产料市场前三甲。

饲料业务
Feed Operation

受控式高密度集装箱水产养殖

广东康达尔农牧位于东莞麻涌镇



业务模块业务模块

全程可追溯食品体系
Full Traceability of Food Systems

饲料生产 畜禽养殖 屠宰加工 冷链物流 终端销售

26 27



为积极响应深圳市政府关于“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建立供深食品标

准体系，打造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的号召，2019年3月，康

达尔集团参与供深食品标准制定的工作，牵头制定猪肉、罗非鱼、

黄颡鱼等产品的标准，参与制定鸡肉、鸭肉、鸡蛋、草鱼、鲫鱼等

产品的标准，助力深圳打造成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

2019年7月，“康达尔麻黄鸡”“康达尔香鸡”通过深圳市深圳标

准促进会关于“供深食品”的评价，成为首批“供深食品”。这意

味着康达尔集团将成为首批供深食品企业，旗下控股子公司——惠

州正顺康将是首批供深食品养殖基地之一。

业务模块

首批供深食品企业
The First Batch Enterprises of 
Shenzhen Foo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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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尔麻黄鸡

康达尔香鸡



业务模块

康达尔集团拥有以广东康达尔农牧为核心的饲料研发基地、以惠州

正顺康为核心的黄鸡育种中心与养殖技术试验基地。集团长期与中

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禽健康养殖中心、广东省农科

院、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珠江水产研究

所、广东海洋大学等建立产学研合作，致力于安全高效环保型饲料

的研发及健康生态养殖模式的建立与示范推广，现已获国家发明及

实用新型专利数十项。

其中，广东康达尔农牧获得广东省安全环保高效型饲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东莞首批院士工作站、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协同创新单位与实验示范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水产养

殖产学研示范基地、东莞市科技进步奖等荣誉。

公司多项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

品”等。2018年，广东康达尔农牧《华南地区发酵床养禽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顺利通过验收，荣获“广东省科技成果”证书。

业务模块

科技研发
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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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生产线工艺流程



康达尔集团将继续坚持以供港供深食品标准为基础，发挥供港供深优

势，打造安全食品生产的全产业链，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安全

畜禽产品的供应，实现“将健康带给您”的使命。

未来，康达尔集团将加大生猪与肉鸡产业园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
Strateg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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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尔麻黄鸡鸡苗

合作伙伴
Cooperation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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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是康达尔集团的战略保障型业务，积极践行“安全

至上，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参与深圳市的城市水务与城

市客运事业，为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贡献康达尔力

量。

水务板块主营业务包含自来水厂运营、管网运营、消火栓维

护、二次供水设施运营，同时响应深圳市政府主管部门的要

求，开展优质饮用水入户、城市直饮水和智慧水务的建设；

城市客运板块业务包含巡游出租车运营、省际市际长途巴士、

客运场站运营等，积极参与智慧交通的建设。

公用事业
Public Utilities

坂雪岗水厂综合楼规划效果图



业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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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
Urban Water Supply

坂雪岗水厂过滤池

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吉供水”）成立于

1992年9月，前身是“深圳市布吉镇自来水公司”。2000年，

康达尔集团收购布吉供水7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布吉供水的经营范围覆盖自来水生产供应、工程安装维修

等，以及兼营自来水器材，其中自来水生产供应为主营业

务。现自有水厂三座，分别为深圳龙岗区沙湾一水厂、沙湾

二 水 厂 、 坂 雪 岗 水 厂 ， 年 供 水 量 达 到 1 . 2 3 亿 吨 ， 管 网

1000多公里，服务面积86平方公里，辐射龙岗区坂田街道、

南湾街道、布吉街道、吉华街道四片区，服务人口达250万

人，占深圳市总人口的1/8左右。

布吉供水以“保障供水”为第一要务，多次荣获深圳市、龙

岗区颁发的“节水型企业”“节水先进单位”“水务保障工

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在原来仅有一家水厂——沙湾一水厂的基础之上，布吉供水新建

两家现代化的大型自来水厂，2003年建成沙湾二水厂、2017年

建成坂雪岗水厂，大幅提高供水能力，满足了供水辖区人口日益

增长、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

布吉供水利用自身的经验与专业优势，主导了区域性加压泵站、

市政道路配套给水管网等供水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基本解决了供

水辖区因地势高低起伏导致保障供水难度大的问题。

按照深圳市、龙岗区两级政府的要求，布吉供水还主导城中村社

区给水管网改造与小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建设，推动供水辖区

给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了辖区供水水质，惠及更多居民的

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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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雪岗水厂俯瞰图

保障民生

坂雪岗水厂监控中心

坂雪岗水厂水质检测中心



业务模块金融投资业

布吉供水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力保障供水，确保水质安

全；提供多项人性化服务，更好地服务市民。

受政府委托，布吉供水负责供水辖区内消火栓维护和管理工作，

成立专门的消火栓巡查管理队伍，推出了市政消火栓临时取水点

管理办法；参与消防管网、消防高位水池、“市投区建”消火栓

等工程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供水辖区内的消防管网和设

施；协助消防救灾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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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二水厂

履行责任

坂雪岗水厂配电房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尔运

输”）组建于1993年，截至目前，参/控股深圳市康达尔交通运

输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泰运输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布吉

汽车总站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康达尔运输秉持着“安全为本，绿色出行”经营理念，按照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规范运作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道路

运输二级资质企业”“中国道路运输资质企业100强”，深圳

市、龙岗区“文明单位”“文明示范商户”等，是深圳市道路

客运行业重点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康达尔运输运营电动出租车共计886辆、

长途巴士61辆，拥有省际市际客运线路上百条、以场站为核心

的占地超两万平方米的绿色汽车产业园。

业务模块

城市客运
Public Transportation

43

康达尔出租车



业务模块业务模块

康达尔运输坚持以民生为己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弘扬雷锋

精神，打造“爱心出租”。

在日常的服务中，康达尔运输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尽可能为有

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及时的服务，包括“十余万现金物归原主”

“护送迷路高龄老人回家”“及时免费护送生病患者前往医

院”等爱心事迹，用实际行动温暖深圳这座城市，传递社会正

能量，争做出租行业标杆。

此外，康达尔运输还组建了一支爱心车队，主动开展志愿者活

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康达尔驾驶员加入到爱心车队，队伍日

益壮大，目前已形成一套完整、高效的志愿服务联动机制。

学雷锋系列活动

2019年3月5日，由康达尔运输承办的2019年度深圳市出租汽

车行业学雷锋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深圳布吉汽车客运站举

行。当天仪式结束后，康达尔爱心车队的成员便组织前往深圳

市龙华医院，免费接送病人回家。每年三月“学雷锋月”，康

达尔运输坚持开展一系列爱心活动。

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每年高考之际，康达尔爱心车队都会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

动，为考生开辟了一条快速便捷、安全温馨的高考“绿色通

道”，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爱心送考”已成为康达尔运输

一项传统的爱心公益活动，截至2019年6月累计护送近千名考

生顺利进入考场。

 

节假日运力保障

每逢节假日，康达尔运输组织车队前往深圳机场、高铁站、火

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附近，做好出租车运力保障工作，协

助快速疏散乘客，运送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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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送考

助力爱心出租 弘扬雷锋精神

护送迷路老人回家 家属赠送锦旗感谢

节假日运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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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康达尔集团的战略支持型业务，以房地产项目为载

体提供智能、优质的一体化服务，完善从城市开发到城市综合

运营的服务体系，主营业务包含：房地产开发、物业租赁、社

区智能化等。

1998年，康达尔集团推出首个房地产商品住宅项目——康欣

园；2000年，在深圳龙岗区成功推出康达尔花园一至三

期，并于2003年推出第四期（香槟谷）、2008年推出第五期

（蝴蝶堡）；2014年，位于深圳前海西乡片区的康达尔山海上

园一期开盘。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山海上园项目效果图



为了顺应郊区住宅发展的趋势，2000年，康达尔集团在深圳龙

岗区成功推出康达尔花园一至三期，并于2003年推出第四期

（香槟谷）、2008年推出第五期（蝴蝶堡）。自此，康达尔花

园成为了布吉大型生态园林住宅小区。 

康达尔花园毗邻世界知名文化产业的大芬油画村，背靠石芽岭

生态公园，地处布吉街道的中心地段，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

米。

2001年，该项目荣获中国住交会“新郊区主义代表作”金奖；

2002年，获得深圳十大明星楼盘推介单项奖“最佳山景物业”

金奖；四期香槟谷于2003年获得建筑结构实物质量检查评比第

一名；五期蝴蝶堡获评“2011年深圳十大人气社区”。

1998年，康达尔集团推出首个房地产商品住宅项目——康欣园。

该项目位于深圳福田中心区, 占地5966.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2000平方米。

在整个规划设计上，康欣园坚持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外型清新

秀丽。小区内设有城市广场，以及音乐喷池、花圃、雕柱、儿童

乐园等文化休闲设施，方便业主休闲交流与沟通，突破现代都市

生活特别是高层住宅生活的各自封闭性。

业务模块

48

康达尔花园蝴蝶堡

当时建设中的康欣园项目

山海上园项目效果图



山海上园，位于深圳宝安区宝安大道，居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心

要地，享深圳前海湾经济圈及大空港经济圈双核驱动，北靠铁仔

山，南面远眺前海湾，近瞰碧海湾高尔夫公园。

该项目自带两所公办幼儿园及九年一贯制华中师大宝安附校（现

已开学），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华中师范大学、康达尔集

团三方合作办学，是宝安首批微软创新（示范）学校。

项目总占地面积达11.3万平方米，总建面约70万平方米，计

划分四期开发，属区域首个大规模旗舰型都市综合体，集生态人

居、生活商业街区、酒店式公寓于一体，旨在塑造聚生态人

居、休闲购物、名校教育、儿童娱乐、都市商务等于一身的前

海宜居都心。

业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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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上园项目效果图

山海上园项目效果图



金融投资业是康达尔集团的战略配套型业务，2017年获得保险经

纪牌照，目前主要开展保险经纪业务。旗下深圳市丰收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有侧重地强化依托康达尔集团现代农业、公用事业、房

地产业等产业体系的力量，做好服务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工作，由

财产险入手，2018年4月正式开展寿险业务，发展兼职保险经纪

人、推出人寿险保单托管服务。

金融投资业
Financi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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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自成立以来，康达尔集团始终坚持“践行社会责任、服务社会民

生”的经营理念，在促进各业务板块不断发展的同时，把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融入到日常经营生产和企业文化建设中，既保证企业

的正常运营和规范运作，又保障股东、供应商、职工、客户及消

费者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狠抓生产安全，保障民生

康达尔集团几大产业均涉及社会民生，长期坚守诚信经营和强调

质量管理，制定了严格系统的质量管控体系，狠抓安全生产工作。

公司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培训及演练，采取集团总部督导检查及下

属企业自查等多种方式进行定期安全生产检查，覆盖了交通安

全、施工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层层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更好地保障民生。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保障民生、捐资助学、以人为本
People Oriented, lifting up livelihood firmly,

Contribution into education gene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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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社会责任

捐资助学，用爱与社会同行

康达尔集团在寻求发展壮大的同时，从未忘记对公益事业和教育

事业的投入与支持，积极回报社会。

捐建希望小学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高湾乡周湾小学因建设年代久远，后被拆除。

2009年，为了解决当地孩子们的上学问题，由康达尔集团捐资

32万元、靖远县政府投资26万元重建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靖

远县康达尔希望小学。2010年9月，新校舍建成并投入使用。此

外，康达尔集团还向该希望小学捐赠了价值5.2万元的教学设备

和学习用品，并资助数名优秀学生，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贡

献力量。

助力教育发展

2017年9月，由康达尔集团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华中师范

大学合作办学的华中师大宝安附属学校开学。该校由康达尔集

团投资代建，总投资约1.8亿元，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新型公

办学校，截至2019年5月29日，共有教学班48个、学生714人，

其中小学36个班、初中12个班。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宝安区

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助力宝安教育特色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

同时，康达尔集团还为合作办学提供学校管理费、管理团队

薪金、教师激励基金、高端人才引进基金等各项资金支持，以

推动学校优质发展。

捐赠灾区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康达尔集团员工自

主发起捐款活动，将所筹爱心款捐赠给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的“雅安地震救援行动”项目，以此表达康达尔全体员工对灾区

人民的关切与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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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大宝安附属学校

靖远县人民政府赠



以人为本，与员工共发展

康达尔集团提倡“诚信、责任、简单、高效、卓越”的企业核

心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理念，始终将企业的

发展与员工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公司重视人才培养，从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向重视员工的发展

需求转变，为员工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开展系列专

项业务培训，提升员工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搭建管理、专

业双通道的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员工关系专员沟通热线，建立

公司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良好沟通机制；重视员工关怀，关注

生活困难的员工，慰问困难员工家庭，及时给予爱心帮助；提

高员工福利待遇，举办多样化员工活动，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

凝聚力。 


